
2017第30屆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頒獎典禮1月10日
在農委會5樓大禮堂舉行，本屆共有10位十大神農及12位
模範農民得獎，由行政院林全院長親自頒發匾額及得獎證

書給獲獎者。本場轄區方政倫、周俊吉及林篤毅等3位農
友獲得十大神農；謝明樹、楊景翔及黃勝裕等3位農友獲
得模範農民殊榮，所有得獎者的親友們也齊聚一堂，共同

分享這榮耀時刻與喜悅，現場鎂光燈閃爍不停，照亮整個

會場也點亮臺灣農業新希望。

林全院長致詞時表示臺灣農業目前面臨著耕作土地零

碎、農村年齡老化、兼業農比例過高、嚴重缺工及農業

現代化不足等問題，政府針對以上問題已提出各項解決

方式，包括休耕農地的再規劃解決耕作土地不足問題，

鼓勵年輕人入農活化農村人力，發展具有臺灣特色的農

產品提高國際競爭力，將農業結合觀光產業，打造六級

化產業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同時辦理農作物保險及發展

綠能農業，保障農民收益並維護農業永續發展，希望所

有的農民都能與政府齊心共同為臺灣農業發

展努力！

現場同時也展示10位神農得獎者
的產品，各項農產品都別具特色，

有如一場小小農業精品展，相當吸

睛。臺南市仁德區周俊吉與資策會

合作的「農地生產效益量化管理系

統」及自行栽種的有機蔬果，可有

效協助有機農場從事生產管

理，大幅降低人力需求，改善

缺工問題。嘉義縣阿里山鄉方

政倫自產自製的咖啡產品，外

包裝融合鄒族紅、藍、黑三原

色，顏色相當亮眼、醒目，充

滿濃濃的原住民文化色彩，品

牌特色鮮明。嘉義縣東石鄉林

篤毅的烏魚子琥，珀色澤透亮的頂級烏魚子，宛如寶石

般亮眼，從生產到製作完全MIT並遵循古法手工製作，
充分展示臺灣農產加工的堅強實力。楊景翔農友並代表

模範農民上台致贈農產品給林全院長及曹啟鴻主委，一

起感受臺灣優質農產品甜美的滋味。

【文/圖　石郁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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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標竿 點亮臺灣～第30屆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頒獎典禮

泝楊景翔(左2)代表模範農
民致贈林全院長及曹啟

鴻主委優質農產品

沴叫我第一名：得獎人左

起黃勝裕、謝明樹、楊

景翔、林篤毅、方政倫

沊十大神農周俊吉農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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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十大神農得獎人與林全院長、曹啟鴻主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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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花椰菜產業發展及品種交流，本

場於12月19日下午辦理「花椰菜品種交流
會」，由王仕賢場長及臺灣種苗改進協會王

振茂理事長共同主持，邀集各試驗改良場單

位及種苗相關業者進行共同參與，先於推廣

課視聽教室說明活動原由及栽培管理介紹

後，隨即移往田間現場交流。

本場於2016年11月辦理的種苗節活動以花
椰菜為主題，除了進行花椰菜佈置展示外，

由10家種苗公司共提供30個花椰菜品種，統一由本場進行
播種與管理。本次參加品種含括生育日數50天以下至100
天左右之品種，花球性狀包含19個白花、3個塔型、2個紫
色、2個橘色、4個黃綠色、1個青花菜；白色花球有16個
鬆花品種，3個硬花品種。

花椰菜品種多元，全年均可種植，由臺灣種苗公司開

發的「青梗鬆花」類型品種，因口感鬆軟香甜且容易烹

煮，廣受華人市場歡迎，近年更推廣到歐美等地，可見臺

灣種苗的競爭力。甫上任的臺灣種苗改進協會王理事長，

除了感謝本場對於多項活動的支援與配合外，對本次交流

會表示肯定，參與業者更表示難得有此交流平台，期望能

夠在良性競爭下一起進步。

花椰菜是秋冬季重要的蔬菜品項，不論在內外銷上都

佔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次活動吸引多家種苗業者參與，部

分業者甚至提早至現場交流，在田間針對株型、球型及花

球色澤熱絡討論。考量花椰菜不同生育日數之特性，將於

106年1月20日辦理第二場花椰菜品種交流，藉由品種展示
活動建立討論及交流管道，收集各方建議，以作為品種發

展及突破的參考。 【文/圖　許涵鈞】

花椰菜 品種交流會業界互動熱烈，強化競爭力

為鼓勵稻農生產高品質稻米或以友善環境方式生產，

政府已於105年第2期作於全國6鄉鎮開始試辦直接給付與
保價收購制度並行，並於106年第1期作新增12個鄉鎮擴大
試辦，給生產優質稻穀的農民多一個選擇，藉此提升產業

競爭力，使稻米產業得以永續發展。

一、試辦地點

桃園市楊梅區、八德區、新竹縣新埔鎮、芎林鄉、苗

栗縣銅鑼鄉、臺中市龍井區、霧峰區、南投縣草屯鎮、彰

化縣福興鄉、竹塘鄉、雲林縣西螺鎮、嘉義縣朴子市、大

林鎮、臺南市柳營區、新營區、高雄市大寮區、屏東縣新

園鄉及宜蘭縣冬山鄉等18個鄉鎮市區。

二、給付額度

1. 非契作農戶為每公頃13,500元。
2. 參加集團產區契作農戶每公頃15,000元。
3. 給付金額計算方式：農民繳交公糧與銷售市場之價
差，每公頃約12,500元，另考量稻作蘊含環境多功能

價值，額外增加1,000元，合計非契作農戶每公頃給付
13,500元，若參加契作有額外之獎勵金1,500元，合計契
作農戶每公頃給付15,000元。

4. 非契作農戶於收穫時可回復改繳公糧，不領取給付
金，契作農戶則不得於收穫時回復改繳公糧。

三、給付對象

1. 農民之土地位於試辦鄉鎮。
2. 土地符合公糧稻穀繳售資格，且102-104年間任一年度
第1期作申報種稻或參加契作集團產區經營主體契作收
購有案，並於106年第1期作確實種稻者。

3. 土地已簽訂契約出租或耕作協議書的農民，由實際耕
作者領取給付。

四、行政作業

1. 申報期：106年1月3日至2月10日。
2. 受理地點：公所或農會。

106年第1期作擴大試辦稻作直接給付與保價收購並行政策

↑田間交流熱絡 ↑大家對花球特性品頭論足

↑參與花椰菜品種交流會的各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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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臺灣小果番茄產業競爭力，並激勵果農重視健

康管理的生產理念，105年12月23日在本場辦理「2015健
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經過五位產官學專家公平、

公正、公開的評審後，由嘉義縣水上鄉沈榮福先生從72
組參賽者中勝出，以平均糖度11.7 °Brix，平均單果重8.8
公克，總分92.4分，勇奪2016年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冠
軍。競賽獎項預定於106年元月20日上午在本場頒獎。
此次是臺灣第六屆的全國性小果番茄競賽活動，由本

場主辦，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臺

灣種苗改進協會共同協辦，邀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黃賢良

前場長、中興大學宋妤教授、農糧署顏雯玲技正、臺北農

產運銷公司許錫清拍賣員及莉莉水果店李文雄老闆擔任評

審。

本次競賽因氣候影響僅72名參賽，其中以嘉義縣56組
最多、雲林縣5組、台南市8組、其他縣市 (南投縣、彰
化縣及屏東縣) 3組。雖然今年氣溫較為炎熱，加上莫蘭
蒂、梅姬颱風陸續來襲，對番茄生長影響甚鉅，但報名參

加均是各地區的栽培好手，仍生產出好吃的番茄產品，本

次比賽所有果品的平均糖度高達10.1 °Brix。
參賽果品須先通過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全身健康

檢查」－農藥殘留檢測，才能進入後續評鑑。評審委員嚴

謹地評鑑每個果品的果重、外觀及色澤等外在美，且仔細

品嚐及檢測小果番茄的甜度、口感及風味等之內在美。此

外，為凸顯小果番茄安全的重要性及農民對此的堅持，若

產品經過藥檢後結果為「無檢出」，則果品評鑑總分加2
分。本屆比賽共有15件果品無驗出農藥殘留，殊為不易。

本屆競賽得獎者冠軍為沈榮福先生 (嘉義縣水上鄉)；亞
軍為鄭柏祥先生 (嘉義縣民雄鄉)、蔡健中先生 (嘉義縣太
保市)；季軍為沈國全先生 (嘉義縣水上鄉)、洪明長先生 
(嘉義縣六腳鄉)、龔慧宗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此外，錄
取10名佳作，依參賽號碼為高順慶 (嘉義縣民雄鄉)、潘春
木先生 (嘉義縣東石鄉)、蕭展長先生 (嘉義縣民雄鄉)、高
文聰先生 (嘉義縣民雄鄉)、洪朝國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
洪頂軒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蔡駿達先生 (雲林縣元長
鄉)、王俊猛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楊萬福先生 (嘉義縣太
保市)、楊景翔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恭喜上述得獎者。

【文/劉依昌　圖/黃鵬戎 】

2016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  嘉義縣 勝出

↑小果番茄競賽會場

泝評審進行最後決選

沴王仕賢場長與五位評審  
合影

沊小果番茄冠軍得主  
沈榮福先生(右)

沝小果番茄冠軍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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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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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專案輔導的青農楊家銘先生 (第1屆) 與謝汶樺小姐 
(第2屆) 為白河子弟，傳承古法蓮藕粉的好手藝，共同打
造「藕達人」品牌力抗進口廉價蓮藕粉和蓮子，期望重振

「蓮鄉」昔日榮景，保留兒時記憶的蓮田特色風光，開創

蓮產業的藍海。

家銘和汶樺原先於臺南後壁從事蘭花業，工作期間思

索未來生涯方向，眼見家鄉農村人口外流，年輕人多不願

意務農，雖然從農日曬雨淋十分辛勞，但相對的競者者

少，加上現代人十分重視天然、養生食材，認為青年從農

具有潛力，101年便雙雙辭去工作，回到家鄉從農。
在作物栽培上，除了種植約2公頃的蓮花生產蓮子及蓮

藕粉外，也種植火龍果和番茄，豐富生產品項。為了友善

環境，並做出產品區隔，家銘與汶樺採用保留生態食物鏈

的耕種方式，不使用除草劑，以人工除草方式，保留田埂

草相，減少雨水沖刷，達成生態平衡。在病蟲害防治上，

以安全用藥並搭配生物資材，如蘇力菌等做病蟲害防治，

家銘大學就讀水產養殖系，將有益菌培養所學運用在液肥

製作方面，提升農產品品質，減少農藥使用，農場農產品

皆有吉園圃認證與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二維條碼，增加消

費者對產品安全的信任。

家銘和汶樺將農場取名為「荷豐小農田園」，每年10
至12月為蓮藕採收期，古法純正蓮藕粉製作過程須歷經採
收、切藕節、清洗、磨碎、洗粉、沉澱、排水、集粉、去

砂、裝碗、刨粉、日曬等繁複工法，約十斤左右新鮮蓮藕

才能製作一斤蓮藕粉，彌足珍貴，包裝前還須仔細挑掉沙

塵，費時費工；每批蓮藕粉出貨前皆送SGS檢驗，農藥殘
留都為「N.D未檢出」，確保產品安全，無鄰田農藥汙染
之虞，讓消費者對品質、安全建立信心。在包裝設計上，

採用蓮花、蓮藕彩繪圖樣，色彩鮮明十分吸睛，每包蓮藕

粉容量設計為150克，符合小家庭需求，也有三包入的禮
盒，供消費者選購年節送禮。目前行銷通路上，除了有

Super Buy、臺灣好農等電商銷售平台，也創立臉書粉絲
專頁，不定期發布農場經營現況與產品訊息，宅配直銷送

到消費者手上。今年本場種苗節，兩人也參與擺攤，販售

蓮藕粉與新鮮蓮藕，未到中午已銷售一空，廣受好評。

在青農專案輔導期間，兩人特別感謝臺南場輔導小組

針對肥料使用與植物保護等提供技術諮詢，也和本場合作

進行病蟲害防治的試驗，兩人的陪伴輔導師韓錦絲小姐和

許應哲先生，分別對作物栽培和經營管理，給予多方建議

及輔導。兩人未來希望能透過蓮花雜交試驗，篩選出抗病

豐產的品系，加工流程導入合適機械，解決人力不足之問

題，在通路上嘗試增加外銷。

現在有許多傳統產業逐漸凋

零，期盼更多像家銘與汶樺的

青年，看到產業的契機勇於傳

承，延續臺灣地方農業特色，

讓農村美景永不消失。

青農楊家銘＆謝汶樺  攜手共築 荷豐小農田園

↑楊家銘和謝汶樺於田園合影(super buy 提供)

黃瑞彰副研究員多年來悉心研究

土壤改良與管理，同時協助檢驗

土壤、輔導農民良好的土質概

念，「亦師亦友與農民並肩作

戰」，獲頒第26屆優秀農業
人員，於105年12月7日在農
委會大禮堂，由陳吉仲副主

任委員親自頒發獎狀、獎金。

黃瑞彰 副研究員 獲105年農委會優秀農業人員

↑12位農委會105年優秀農業人員合影

↓陳吉
仲副主委頒獎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藕達人」蓮藕粉與禮盒包裝


